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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的黄昏：乾隆（1736-1757）
乾隆十三年（1748年），官僚机器遭遇了一场大地震。这一年，两

名内阁大学士一个被处死，一个差点丧命。两名总督一个自尽，一个
被处死，还有一名巡抚自尽。诸事不顺，皇帝情绪糟糕透顶，动辄暴
怒，屡屡作出极端决定，亲人与臣仆成了出气筒。这一年，是皇帝愤
怒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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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不必究”，意味着皇帝已

完全控制住事态，得到了想要的东

西。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一日，胡中

藻案结。照例，皇帝要求针对某一

人的惩罚拟旨合议时，各部门揣摩

圣意，一般会将轻罪加重，重罪更

重。这一“潜规则”的好处是，若轻

罪由重判变轻，皇帝会获得仁慈美

名，若重罪从重，各部门便会得到皇

帝的嘉奖。

这次，也不例外。一个月前，奉

旨调查的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

拟了一出重惩意见：胡中藻违天叛

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

该犯的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

张泰开明知该犯诗钞悖逆，乃敢助

资刊版、出名作序，应照知情隐匿律

斩立决。

简言之，胡中藻被灭族，刻书、作

序者死。量刑比照雍正年间的查嗣

庭文字狱案，该案中，当事人家族俱

受牵连，无一幸免，事后还有人报请

应停止江西乡试。可以说，惩罚将导

致很坏的结果：由一人牵连整个家

族，赶尽杀绝，再由家族牵连一地方

的士子前途，必然招来万人唾骂。

意外的是，乾隆帝驳回了建议，

仅处斩胡中藻、知县李蕴芳，亦“从

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他

人俱“从宽免其缘坐”。至于鄂昌，

“从宽赐令自尽”，留个全尸。至于

请托索官的史贻直，保留原官品级

打发回老家退休。

两案虽然始于“语言文字之

罪”，处理结果却画风突变。

弦外之音

胡中藻案，若以雍正时期的文

字狱标准衡量，皇帝只杀胡中藻一

人，对其家人尽皆放过，抄家时还指

示胡宝瑔留一些资产给其 80 岁的

老母，其他家人亦从宽免罪，这些料

理，可谓仁慈之至。

最惹人注目的却是案中受牵

连的官员，鄂昌也好、李蕴芳也罢，

乃至刻书、作序的同僚张泰开，亦

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外围

官员中，胡中藻亲家张绍渠的弟弟

张绍衡也被卷进来。胡中藻说，张

绍衡曾在京得知《坚磨生诗钞》已

被呈上御览。皇帝怀疑，胡中藻回

老家后之所以诗作甚少，肯定是张

绍衡通风报信，一定有人泄密。张

绍衡供称，消息得自户部侍郎、殿

试读卷官裘曰修，而后者矢口否

认，张绍衡一口咬定信源属实。二

人最终被革职。

至于鄂昌案，受牵连的则尽

是其叔鄂尔泰家族中人，且皆身

居要职。

鄂尔泰之子鄂容安因为明知

鄂昌与胡中藻来往甚密，竟不告

发，“不知愤恨，反与唱酬，实属丧

心之极”，被发配边疆。胡中藻怀

有悖逆之心，而已故大学士鄂尔泰

竟举荐他，不配享有贤良祠供奉，

令撤出。当事人鄂昌被赐自尽，家

人罚作奴婢。

基于上述情形，学界一般将此

案看成皇帝打击鄂尔泰党人的由

头。毕竟该案中遭重罚的官员多与

鄂尔泰有重要关系，如鄂尔泰家族

成员，门生胡中藻，乃至同年进士史

贻直（鄂昌甚至唤其为伯父），均遭

整顿，这与当事人亲友遭大规模株

连的情形大不相同。

借文字狱案打击朋党并非乾

隆帝首创，乃父雍正帝就玩得纯

熟，即如查嗣庭案，雍正帝借查嗣

庭所出题目“维民所止”割掉“雍

正”二字的头为由，杀掉了这名隆

科多的旧人。胡中藻案亦不过是该

情形的再现。

然而，皇帝不可能说明其真实

用意，诸多要案遂穿着文字狱的外

衣，戴着“悖逆”的政治罪面具出现，

极大地震慑了高官。胡中藻案结不

久，在籍终养的吏部尚书、浙江高官

梁诗正“与人交接言谈时自必随时

检点”，他告诉浙江按察使富勒浑：

“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仕途者

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

后患”，“向在内廷之时，唯与刘统勋

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

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用乾隆帝自己

的话说，梁诗正已经“知惧”。效果

立见。

可以说，文字狱是皇帝驾驭、控

制、威慑官僚的工具。官员诗文有

无悖逆，全靠皇帝的一张嘴、一颗良

心，并无明确的标准，由于解读一出

即为定论，官员根本没法反驳，即便

知道弦外之音，官员也不可能指出

来，比如诗人沈德潜因“夺朱非正

色，异种亦称王”获罪，真实原因是

乾隆帝十分不爽其将为皇帝代笔的

诗作收入个人文集，他若知真实原

因，亦是有口难辩…… （连载完）
敬告读者：明日起开始连载

《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
敬请读者垂注。

常看到有人抱怨被迫加入的微

信群太多，导致业余时间被剥夺，个

人生活被侵入，有被吸进一个巨大

黑洞的感觉。由于手机和网络普

及，很多企业都建立了员工群，并且

逐级细化，从企业到部门再到小组，

都有群。另外还有同学群、亲友群、

小区业主群，有小孩的人还有班级

群和家委会群，爱玩的人又有旅游

群和户外群……数量多至上百，少

则数十个，每天把各个群发布的信

息都看一遍，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但偏偏，很多具体的工作指令、

事务指派、小孩的家庭作业，也都是

在群里发布，不少人又生怕错过了

重要的信息导致延误，于是陷入到

一种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境地，无

时不刻不在刷着手机，生活空间遭

到极大压缩，并由此心生焦虑和普

遍性的倦怠感，使得微信群的交流

功能越来越远离其本源。

现实中，人与人之间会互为赞

同一些东西，也会因一些东西产生

分歧，但传统的人情维持，是建立在

共同的认知上，即健康的人际关系，

积极的情感交流，形成良性的生活

互动。然而，微信群把形形色色的

人聚拢到一起，很多时候由于彼此

的认知差别太大，交流也无从谈起，

很容易变成一篓子螃蟹。如被很多

人吐槽的家长群，经常把成年人的

心计和狡黠，借着小孩的需求展现

出来。我有个同学说他最讨厌家长

群，聚集了一大群“戏精”，常有人炫

耀自己的身份、财力和资源，种种表

演，无非是想要为自家小孩争到更

多的好处。

此外，遇到老师指派一些任务，

不管合不合理，众人也总是如获懿

旨，纷纷“谢主隆恩”，留下长长一串

“老师辛苦了”和一堆鲜花的符号，

来晚的家长想看是什么事，经常要

刷半天。家长之间也争宠如同宫斗

剧，每说一句话都要字斟句酌，小心

翼翼，既怕得罪了老师，也担心惹恼

其他的竞争者，遭到围攻。这种完

全畸形的人际关系，也令不同的观

点和行为不被容忍，所以从新闻里

常可以看到有家长因为开跑车接送

孩子，或填写调查问卷没有按老师

的答案照抄，就被踢出家长群的事

情发生。这种群生态下，家长和老

师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最为忠实

的合谋者。

也有一些人，在成长过程中长

期不受重视，缺乏存在感，一有机

会就要变本加厉地表现自己，微信

群则是这些人展示权力欲的平

台。我曾供职一家小公司，老板是

个“凤凰男”，成功以后有帝王感，

喜欢折腾人。他经常午夜在公司

群里发布人生感慨，若是没人及时

为他捧场点赞，他就会大发雷霆，

责怪员工对公司缺乏关注。到后来

他干脆实施军事化管理，规定每个

员工晚上11点，必须在公司群里报

一声到才能入睡，不然就扣工资。

这种微信群一旦进入，就必须丧失

自我，放弃人格尊严，产生冲突几乎

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一些群，成员缺乏自律与

矜持，行为方式常受本能驱动，且惯

于利用特殊身份进行人情绑架。

如亲友群、同学群，充斥着各种微

商广告，或为某人参加活动拉票，

要么就是各种伪养生信息，以及本

月本日旺什么生肖，谁转发就能获

得好运……发布者无视正确的公共

交往及表达方式，根本不考虑其他

人的感受，反而乐在其中，甚至对他

人的私人生活指指点点，巨婴式的

认为这个世界都是为他设计好的。

不少人碍于亲情和友情，又不好意

思退出或拒绝，由此被裹挟，引致精

神上的早衰。

微信群可以促进人际之间的思

想交流，令工作更有效率，但若是一

个人被其所限定，变得自我禁锢，就

走向了反面。君子之交，应当尊重

各自的边界，没有这种意识，就会失

去平等交流及和平相处的基础。现

实如此，微信群中亦同样如此。

在十分饥饿的时候，有人

请客吃馄饨，碗里究竟盛了几

只，谁会仔细点数？然而，虞洽

卿记得一清二楚。那年，他才

十四岁，决定离开镇海县龙山

镇山下村，去上海当学徒。半

夜乘轮船和伙伴抵达上海十六

铺码头。下船时，天下着雨，布

鞋是母亲一针一线做成的，他

舍不得弄脏，夹在了肢窝里。

好不容易找到了瑞康颜料行，

见辰光还早，不敢敲门，便蜷缩

在屋沿下躲雨。清晨，老板娘

打开门，发现了两个孩子光着

脚，忽然想起昨晚赤脚大仙送

财神的梦境，连忙请他俩进门，

并且亲手下了馄饨给他俩作早

点。这时候，老板过来了，随口

问，一碗馄饨有几只？同伴只

顾抹嘴，瞪大了眼睛，怎么也答

不上来。虞洽卿却回答得清清

楚楚：“我吃了十三只，碗里剩

五只，还有煮烂的半只。一共

十八只半……”

老板一听，知道他很有头

脑，记性也好，二话没说留下他

当学徒。从此，虞洽卿一边帮

老板处理杂务，一边当跑街，天

天晚上还去青年会学英语。他

的勤奋，为颜料行带来了生气。

虞洽卿确实是天生做生意

的材料。几年过去了，他边干

边学，积累了许多经验。当时，

国际局势趋向紧张。有一次，

他无意中听说，有一个德国商

人急于出手一批颜料后回国。

虞洽卿自作主张把货全部买

进。不仅如此，他还花800块银

元，把其他外国商人手里的颜

料也全部买进。老板急坏了，

连连责备他太莽撞，这么多的

货屯在仓库里，资金都压住

了。可是虞洽卿闷着头，什么

话也不讲。

没过多久，欧洲紧张局势

加剧，颜料根本无法从欧洲进

口，价格飞速上涨。老板高兴

极了，忙让虞洽卿尽快将颜料

抛售。虞洽卿看着仓库里的

货，好像看着碗里的馄饨，心里

有数，说不要紧，等等再说。果

然，随着时局动乱，颜料价格上

涨的幅度更大，完全超出了老

板的想象。

虞洽卿的经商天赋，让老

板大喜过望。这一次，颜料行

轻松地赚到了2万两银子，老板

决定给他 200 两作为奖励。虞

洽卿早有打算，笑笑说，我不要

钱，把它入股好了。于是，这个

二十四岁的小伙子成了瑞康颜

料行的股东。第二年，老板觉

得不能再把这位很有天赋的青

年留在身边，支持他进德商鲁

麟洋行做事，经营西装、军服、

大豆、桐油等。先是跑街，旋即

升买办。由于可以抽取高额佣

金，收入颇丰。同时虞洽卿自

己也兼做进出口生意及房地产

买卖，从此，虞洽卿的活动天地

更大了。

1903 年，三十六岁的虞洽

卿离开鲁麟洋行，去华俄道胜

银行当买办。一年后，又转任

荷兰银行买办。1906 年，虞洽

卿赴日本考察，回来后便提出

要创办中国自己的银行，并大

胆地付诸实施。他与别人一起

创办的四明银行，开业不久就

享有了钞票发行权，在上海很

受老百姓信任。没过几年，虞

洽卿又开始创办宁绍商轮公

司。抗战全面爆发前，他的航

运业达到高峰。随着公司业务

增长，在各个埠头添设了趸船、

栈房等。除了沪甬线，还开辟

了沪汉、沪宜、沪闵、沪粤等多

条航线，定期或不定期航行。

淞沪抗战全面爆发后，大

米一时断档。人心恐慌，抢购

风潮迭起。头脑敏感的虞洽

卿，与几个意大利商人合伙组

建了“中意轮船公司”，所有的

轮船都挂上了意大利的国旗。

这样就可以突破日本军队的封

锁，自由出入于上海港与西贡、

仰光等地运输大米。随即，他

们又购买了 8 艘挪威的船只，

挂上挪威等国的国旗，使日本

军队难以干涉船队的经营。全

上海的大米，几乎都是他们运

输的。

虞洽卿精明能干的商业禀

赋，是从一碗馄饨有十八只半

开始显现的。此后，他始终清

楚自己的碗里有几只馄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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